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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一代

文化協會與香

港新動力日前

舉辦「國安法

與香港未來」

專題講座暨分享會，中聯辦副主任

譚鐵牛應邀出席，並以「維護國家

安全、共創美好未來」為題作主旨

演講．他強調，香港國安法是「一

國兩制」的守護神、香港未來的希

望法，「一定能引領我們走出困

境、重新出發、贏得未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譚鐵牛：國安法引領港人走出困境
指立法彰顯「三確保」籲師生認真學習建守法意識

梁愛詩：不存在「國安法大過基本法」

譚鐵牛於演講中指出，香港國安法是維
護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基石。他列舉

了自去年6月修例風波以來，敵對勢力和黑
暴活動頻繁、猖獗，對國家和特區安全造成
了極大危害的事實，說明從國家層面進行國
安立法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國安法是「一國兩制」守護神
他並向與會者分享了香港國安法制定過程
中所進行的諮詢工作，強調香港國安法制定
過程中已充分考慮和照顧到香港的實際情
況，完全符合「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精
神。
譚鐵牛強調，香港國安法是「一國兩制」

的守護神、香港未來的希望法。他之後詳細
分享了香港國安法針對的「兩個極少數」，
實現「兩個絕大多數」，充分體現「四個最

大程度」的生動內容。
他指出，香港國安法彰顯了「三個確

保」：確保國家安全得到有效維護、確保執
法機構能切實履職盡責、確保案件審理專業
公正和透明公開。
他呼籲在座教師和青年學生認真學習、大

力宣傳香港國安法，讓廣大青少年學生建立
維護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
譚鐵牛說，香港國安法一定能引領我們走

出困境、重新出發、贏得未來，香港的明天
一定會更好，香港的教育一定會再創新輝
煌。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總幹事蘇祉祺和香港
新動力理事，分別從不同角度與大家作了分
享，讓與會者從不同視角認識香港國安法，

增強對香港未來發展的信心。
是次分享會吸引逾百名中小學幼稚園的校

長、老師和青年學生參加，反應熱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明匯
智庫、香港青賢智匯、大灣區青年網
日前舉行解讀香港國安法青年座談
會，前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擔
任主講嘉賓。她指出，香港國安法和
香港基本法都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
定的全國性法律，內容有所不同，其
法律效力是一樣的，不存在外界有人
聲稱所謂「國安法大過基本法」的問
題。
梁愛詩全面介紹了香港國安法的條
文，從法律的角度解讀了香港國安法
的一些重要概念。她指出，國家安全
無論是對於國家發展以及個人生活來
說，都是非常重要。香港回歸23年，
一直沒有能夠落實基本法二十三條所
規定的憲制責任，導致存在影響國家
安全的法律漏洞及巨大風險。因此，
中央為香港制定國安法，是為了「一
國兩制」行穩致遠，並確保香港社會
的繁榮穩定，也是落實中央對香港的
全面管治。
她指出，香港國安法並沒有影響香
港的高度自治，因為該法律明確指
出，港人依法享有的自由及個人權利
不會受到侵害，絕大多數案件都是由
香港特區的執法、司法機構處理，也
不會影響香港的司法獨立。只有極少

數特區難以處理的特殊案件，才由駐
港國安公署依法處理。
在回答年輕人提出的問題時，梁愛

詩指出，香港國安法和香港基本法都
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全國性法
律，內容有所不同，其法律效力是一
樣的，不存在外界有人所謂「國安法
大過基本法」的問題。

立法無損青年出國發展

她表示，香港國安法也不會影響到
青年的個人發展，更不會令港青到其
他國家或地區發展產生負面影響，希
望年輕人多了解有關法律。
至於最近有些人把原先的「港獨」

口號改頭換面，或者把「港獨」用語
藏在詩文之中，是否觸犯香港國安
法，梁愛詩認為，這就要看其是否有
煽動「港獨」、分裂國家的意圖，如
果有的話，就會涉嫌觸犯法律。

■明匯智庫、香港青賢智匯、大灣區青年網舉行解讀香港國安法青年座談會，由
梁愛詩主講，從法律角度解讀香港國安法的一些重要概念。

■譚鐵牛以「維護國家安全、共創美好未
來」為題作主旨演講。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與香港新動力舉辦「國安法與香港未來」專題講座，賓主合影。

「怎樣讓不同階層的人士建立
可持續發展觀念， 繼續造福人
類？」「呂志和獎－世界文明
獎」董事會成員鄭慕智說：「現
在大家的負面情緒很嚴重，讓大
家一起向前走、建設社會，就需
要正能量。」而倡導積極正面人
生觀、提升正能量以振奮人心，
就是「呂志和獎—世界文明獎」
自2016年首次頒獎以來，不斷堅
持推廣的哲學理念之一。鄭慕智
透露，未來亦將成立呂獎學院，
將呂獎促進世人福祉的精神傳承
下去。
呂獎倡導的正能量，旨在表揚正
面積極態度足以為世人表率的個人
或團體，就算處於逆境、面臨困
難，依然堅韌不拔、勇往直前。鄭
慕智身兼一中學校董會主席，他直
言，呂獎獲獎者勇於拚搏的精神值
得香港年輕人學習。他呼籲家長重
視家庭教育，讓年輕人要樹立正確
的生命價值觀，養成持續學習的習
慣，亦要學會面對失敗，更要有毅
力，不要在富庶的社會中失去磨煉
自己的機會。學校和社會各界亦要
幫助年輕人更好地融入社會，找到
自己的前途。

鄭慕智：商界「師友」與青年同行
鄭慕智說，這個世界還有許多願意

回饋社會的成功人士和企業，他們希
望將一些資源投入社會，讓更多人享
受經濟發展的成果，「這個世界有些
人很成功，有些人不是那麼成功，有
些富足、有些貧窮，富足的人一定不
要忘記將自己的資源與人共享。將自
己的資源與其他人共享，這是令世界
更加和諧、和平的基本概念。」
經過了去年以來的社會事件，也讓
商界反思自己是否要承擔更多支援青
年人的社會責任。鄭慕智說，商界一
直在投入，如今更比以往做得更多，

包括在創新科技、創業中多加大
投資力度，也有許多商界人士為
學生提供更多實習機會，與年輕
人配對組成「師友」，希望能陪
年輕人一起行一段路。
呂獎每年頒布三個獎項，每個
獎項的獎金高達2,000萬港元，
鄭慕智希望通過高額的獎金，讓
更多人明白，達至更好的、更可
持續發展、更和諧的社會，必須
要有正能量，大家要同心協力建
設社會，更不要害怕失敗，這都
是呂獎要帶出的信息，亦是直接
捐款不能達到的效果。
他續說，諾貝爾獎是旨在獎勵
科學、文學、促進世界和平發展
的傑出人士，而從事任何職業的
人，都可以被提名呂獎的「正能

量獎」。未來呂獎亦考慮參考諾貝爾獎
學院的模式，成立呂志和獎學院，亦會
邀請獲獎者成為學院會員或者資深會
員，通過不同的研討會、頒獎等，讓呂
獎不再是一小撮人的事業，而是組織志
同道合的人，讓呂獎的理念持久傳承、
發揚光大。
受新冠疫情影響，今年第五屆呂志

和獎延期至明年頒授，但呂獎仍積極
參加線上活動。鄭慕智日前代表呂
獎，首次參加了「亞洲公益創投網絡
（AVPN）」的線上慈善年會。此次研
討會主題是創新形式推動慈善事業，
與呂志和獎設立的目的和想法非常契
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天琪

「呂志和獎」研設學院傳承正能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中西區是
香港不少傳統名校的集中地，不少學校都有
逾百年的悠久歷史，歷經社會變化及遷校重
建。教育大學的團隊，花費一年多時間，梳
理中西區教育歷史並著成《搖籃地－中西區
教育今昔》一書，團體並結合VR／AR技
術，將包括已拆卸的皇仁書院前身、現存最
古老官校校舍英皇書院等的建築重現，引領
讀者觸摸香港教育歷史脈絡。
負責項目的教大學術及首席副校長李子

建介紹指，此書由俗稱「卜卜齋」的私塾
說起，全書分四個部分，首兩部分整理中
西區學校歷史，收錄大量珍貴的歷史照
片，以2D呈現珍貴史料，第三部分運用
VR/AR及360全景技術重現校園建築，令
讀者身臨其境感受學校風貌，第四部分則
邀請八所學校的學生及校友分享經歷，側

面凸顯學校不同時期及在學生心目中的樣
貌。
他直言，疫情下約訪實屬不易，幸好資料

搜集早於去年已做妥，讓書本可順利完成明
天出版。
書中提及的名校包括，歷史最悠久曾於堅

道及般咸道設校舍的英華書院、香港最早期
的公立中小學皇仁書院，及現存最古老官校
校舍英皇書院等。

藉App重遊校舍今昔建築
著者之一的教大科學與環境學系講師黃棣

才指，團隊以AR技術立體展現9所學校全
貌，並還原3間現存或經已拆卸的學校建
築。
讀者可利用手機或電腦程式重遊多所中西

合璧的校舍建築，打破時間和空間的距離。

■教大團隊出
版 《 搖 籃
地—中西區
教育今昔》一
書 ， 並 以
VR／AR 技
術，重塑區內
多所名校歷史
與發展。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郭虹宇 攝

教大出書用VR/AR重現古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蕊）香港新活
力青年智庫昨日舉行香港國安法座談會，
全國人大代表、律師陳曼琪任主講嘉賓，
她指出，香港國安法是從國家層面出手幫
助香港守住底線。若有公職人員或參選人
違反香港國安法，法例中提到即喪失資
格，條文雖未明確提及喪失資格期限，她
認為可理解為終身。

指市民毋須擔心自由受限
陳曼琪表示，香港國安法是國家層面出

手幫助香港守住底線。中央對於香港具體
事務放棄管治權利，但是針對威脅到國家
層面、造成社會混亂等行為，必定會出手
管治，保護市民安全。
她提到，香港國安法主要為防止四類嚴

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例如大肆於電視
或網絡宣傳「港獨」言論，或於大量人群

聚集期間散播「港獨」言論，則會涉嫌觸
犯法律。「只有造成嚴重後果才管，普通
市民毋須擔心基本自由受限。」
她續說，憲制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從

國防、外交或不屬於地方政府自治範疇的
事物上制定全國性法律，同時具有監督其
實施權，因此香港國安法具有全國性及凌
駕性，與基本法同理，因此兩法具有同等
地位。而且香港國安法最終解釋權在全國
人大常委會，不受香港司法覆核。
對於審判法官選擇上，她則表示，審判案
件時一定需中文審訊，如法官不懂中文則無
權審判，其目的是捍衛司法獨立不受干預。
她亦提到「一國兩種制度，一種法律兩

個程序」，即大部分案件用普通法於香港
審判，如香港有困難處理，或該案件造成
及其嚴重後果，則需根據內地民事訴訟
法，歸中央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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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活
力青年智庫
昨日舉行香
港國安法座
談會，賓主
合照。

■鄭慕智透露，未來亦將成立呂獎學院，將「呂志
和獎」促進世人福祉的精神傳承下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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